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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组查经材料】        新移民手册 5 (第五周) 
 

“仆人的生活-在圣灵里的装备以能服事” 

2008 年四月 11、12 日 

第一时段：欢迎你来 
请准备简单、轻松、活泼的游戏，让身心疲惫的组员，能打开心门，

预备心来敬拜赞美主。约 15 分钟。 
 

第二时段：敬拜赞美 
以事先预备好的诗歌，把人带到主的宝座前，带下神的同在。约

20 分钟 
小组长在此时段里，带领、鼓励大家顺从圣灵的感动说出劝勉、安

慰、造就的话。每次有人分享完后，都需要由小组长来响应，可以

为神的应许来感谢赞美主，为有需要的一起同声开口祷告，或其它

方式。 
 

第三时段：祷告服事 

接下来这时段可以就地分几个 3 人小组，为(一)小组认领的宣教单

位祷告。(二)为教会的事工，可参阅主日周报。(三)为个人需要，

新来宾，病痛者等祝福祷告。最后请小组长做结束祷告。约 20 分

钟。 
 

第四时段：话语分享 
以分享讨论应用神的话在每天生活里，约 35 分钟。 
(请上教会网站 www.rolcc.net / 细胞小组 /查经数据中阅读或下载

材料，在聚会时分享心得，并回答问题。) 
 
教会近期事工与活动： 
 
1. 4/20 (日) 敬拜赞美更新聚会，小组聚会照常举行。 
2. 5/16 (五) 神的殿我们的家，小组聚会暂停一次。 
3. 5/24-26 恩爱夫妇营，已开始报名。 

 

小組查經材料】矽谷生命河靈糧堂 River of Life Christian Church 2 

*** 善意的提醒： 
 亲爱的弟兄姐妹： 

新移民手册的课程内容十分的丰富、实用，请您务必每

天从周一到周五先熟读，而不是在小组聚会时一天一天的查

考。您可在小组中作简单的心得分享，然后小组一起复习刘

牧师提供的『问题与答案』(在最后一页 P15)，来帮助弟兄

姐妹回顾所读的内容，并提供答案。 

请带领话语的弟兄姐妹复习前两周的问题与讨论。我们

将会在本课程结束之后的一次聚会中把这 11 周的问题从新

再回顾一次。 

愿神祝福各位灵命活泼、爱主更多！ 

           黄光贤 传道 

第五周：第一天               4/05-4/11/2008 
本  课︰仆人的生活 
本  周︰在圣灵里的装备以能服事 
今  天︰被圣灵充满（一） 

读     加拉太书 5︰16-23；约翰福音 7︰37-39 
 

你在基督徒生活里是否经历了无数的「起伏」呢？当你发觉自己仍

然受困于许多旧的思想和习惯时，你会感到异常惊讶吗？你会因为生命

的混乱而觉得厌倦吗？  
 

也许你听到有一个声音对你说︰「这个国度的标准对你来说太高

了，你永远都不能达到他们的要求，这标准太不适合你了！」若真是如

此，那就是撒但的声音。撒但最开心见到你对新生命感到心灰意冷。 
 

你也会听见另一个声音对你说︰「你没有必要像坐云霄飞车一般起

起伏伏的过一生。你的问题是可以解决的！」 
 
    读加拉太书5︰16-23。其中有那一项「情欲的事」是你 
本身所面临的问题呢？(不必写下答案，只需在心里省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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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想看这些行为所带给你的一些感受。你是否想从中得到释放呢？你是

否希望你的生命会结出更多圣灵的果子呢？(参加拉太书5︰22-23﹚ 
 
在你祷告接受主耶稣基督做你的主与生命主之时，神就让圣灵时刻居住

在你生命里。圣经说我们对内住的圣灵有四种反应。让我们看看︰  
 
1. 抗拒圣灵：使徒行传 7︰51指出人们虽然遵行了许多的宗教仪式，

却麻木于圣灵的引导。每当我们清楚地听见了圣灵的声音却不予理

会时，我们便是在抗拒圣灵。 
2. 叫圣灵担忧：以弗所书 4︰30-32说如果我们带着一切苦毒、恼恨、

忿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便会令圣灵担忧。 
3. 消灭圣灵的感动：帖撒罗尼迦前书5︰19说我们会「把灵火扑灭」。

一但圣灵停止在我们的心里燃烧，那将是一件非常可悲的事。 
4. 被圣灵充满：以弗所书5︰18里『被圣灵充满』是属于一句连续、被

动性的动词。保罗的意思是说︰「你现在要被充满 — 将来也要被

充满 — 并且要继续不断地被圣灵充满。」 
 

划线把我们对圣灵的反应方式和行为连接起来︰ 
      充满   拒绝跟随衪的带领 
      担忧   在例行敬拜仪式时，心里明白自己没有跟随圣灵的引导 
      抗拒   渴望基督的生命完全充满着你 
      消灭   对一位家庭成员 恨在心 
 
如何被圣灵充满： 

首先你必须知道，虽然被圣灵充满是让圣灵将神的能力不断地注入

你生命里的一个过程。但是你也能经历一种强烈的感觉，使你与神之间

的关系顿时焕然一新。人们对这种经历各有不同的描述，他们所用的不

同词汇也许让你觉得混淆。然而不论用什么字眼来形容都好，这都是真

实性而无从辩驳的。虽然神所要赐给我们的一切丰盛资源都已经在十字

架上给我们了，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已经完全领受了。 
 

在我们的生命里，我们总有时会这样想︰「主耶稣啊！我已经把我

所知道的自己完全献给了我所认识的你。愿你以完全的大能来掌管我的

一切！」这种情形有时会在一个人对失败的基督徒生活感到万念俱灰的

时候产生。有时他会禁食祷告，但这并不是一个必备的条件，这只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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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心一种绝望与渴望的心境表现。 
 

创世记32︰26里的雅各布就有过如此的遭遇。他一生诈骗过许多

人。有一天晚上，他对自己感到绝望，于是与神的天使摔起跤来，他对

天使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他在与神接触之后生命完

全改变了，神也因此给了他一个新的名字叫「以色列」。 
 

你认为基督徒生活总是充满了失败的吗？若是你靠自己的力量生

活，那当然就注定要失败了。你现在是否愿意让圣灵来管治你的生命呢？

若要不再犯罪，就别再靠自己去努力。是圣灵把基督的个性注入在我们

的生命里，各种属基督的样式都是由圣灵所塑造的；这些就是圣灵的果

子（加拉太书5：22-23），是从圣灵而生的。注意，经文里并不是指圣

灵的许多果子，而是果子（单数）。所有的特性都由圣灵而生，没有所

谓这些或那些，是全部。全部的特性都会在被圣灵完全管治的人的生命

里流露出来。 
 

约翰福音4：14里耶稣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

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 
根据约翰福音7：37-39所说，约翰福音4：14「水」是代表什么？ 
 
                                                               
 
 
让圣灵管治我生命的三个步骤： 
 
    来 
 『人若渴了，让他到我这里来。』（约翰福音7：37）若这正是你

的景况，便要向圣灵认罪！被圣灵充满开始于承认自己没有被充满，并

且诚心渴望被充满。 
 
 求 
 神应许只要你祈求，不论是什么，衪都会给你。衪说：『你们祈求，

就给你们！』（马太福音7：7） 
 

领受 
只要你诚恳的向神求，神就会以圣灵来充满你。那也许是一阵的能

力和喜乐，也许只是个很宁静的感觉。不论是什么方式，都带着神的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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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周：第二天 
本  课：仆人的生活 
本  周：在圣灵里的装备以能服事 
今  天：被圣灵充满（二） 

读    路加福音 11：11－13；使徒行传 9：17 
 
例证：上科学课时，老师叫一个小孩把水注满一个八盎司的量杯，然后

老师再倒入四盎司重的砂粒。当然，杯里有一半的水马上就溢出了量杯

外。小孩因此学会了「取代的原理」（THE LAW OF REPLACEMENT)。
那就是，两种物质不能同时占据相同的空间。 
 
人心需要留空间给神：我们在要求神以圣灵来充满我们的同时，必须先

自我反省。如果我们的思想与心灵充满了不顺服与不信，那就只剩下一

点点的空间能让圣灵管理了。因此，被充满也就是要倒空的意思。若我

们带着嘲讽的灵，就没有信心可言；若我们的灵含苦毒，就没有喜乐可

言。而若我们的「内心」倒空了，就有很多空间让圣灵住在里面。 
 
不倒空是因为满足现状：成千上万的信徒住在神国度里却没有被圣灵充

满。（你是否也是其中之一呢？）人们之所以这样，理由很简单，就是

因为他们已经深深爱上了自己的属灵景况，他们因此说：「我目前在神

的国度里觉得很舒适；我不好高骛远，我懂得如何自制！」他们通常都

以神学的立场来维护自己，不愿意完全倒空的隐情，他们从未深入地去

体会神的事情！ 
 
神掌权、人被动：被神的圣灵充满时，你可能会变得完全不能自主，甚

至作出一些令自己觉得很愚蠢的事。我曾见过一个坚强的大男人在被神

的灵充满时，竟然在众人面前哭泣起来。若你是那种担心失 ，拼命要

保持「尊严」的人，被圣灵充满的这件事可能会把你吓一大跳！ 
 
由圣灵引领：约尔迪安罗拔尔(Yaye Dion Robert) 是非洲科特迪瓦一所

大型细胞小组教会的牧师。一天晚上他在读圣经【以西结书】第四十七

章，内容记载先知被领到水深至踝子骨处，然后前进到水深至膝处，后

又至水深至腰处，最后水盖过了头顶，成为「不可走过的河」(以西结书

47：5)。迪安牧师说，就在那个晚上主问他：「迪安，你是否肯让我领

你到河里，深入至脚踏不到底之处呢？你是否愿意跟随我深入神的国度

里，做我的仆人，让我完全使用你呢? 」他与神挣扎着，哭了起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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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是的！是的！」从那一夜开始，神牵着他的手走过非洲西部、

欧洲、甚至美国等地，千千万万的人因着他而归入神的国度。 
 
动机纯正：你为什么要被圣灵充满呢？若你的动机不正确，神便不会充

满你。你若只是想借着得到这种超然的能力，来跨耀或满足自我的虚荣

心，你便需要即刻求神洁净你灵里的污点，承认你的罪。然而，如果你

心里的愿望是想要做神更有果效的PAIS，成为一个更有用的器皿，能够

活出基督的灵，那你便能肯定神必会应允你的祈求。一但被圣灵充满，

你的生命便会完全改观！你目前看为重要的许多事也会因而不感兴趣。 
 
进入更深之处：然而最重要的，是你将能进入神国度里的更深之处，发

掘许多你从不知道的宝藏。我本身也曾经在生命里有过如此经验；神在

我的生命里带来一阵非常真实与强烈的震撼力，使我几乎窒息！ 
 
    读路加福音11：11-13。当你向父神祈求圣灵充满时，祂的反

应是什么呢？（写下你在思想这节经文后所得到的启示） 
                                                         
                                                         
                                                               
                                                               
 
环境—在小组中：进入神的国度时，如果你的包袱里带着深深的伤害，

你可能会因此而孤立自己。通常在这种情况下，悲痛的经历会使我们不

敢再相信任何一个人！然而我们的内心却在吶喊，我们需要得医治。圣

灵如何医治你呢？你的细胞小组会为你解答这问题！可能就在你向其中

一位成员或整个小组分享时得着了医治。神知道你需要别人的鼓励与支

持。因此被圣灵充满也是属于小组的事工。 
 
    读使徒行传9：17亚拿尼亚做了什么使扫罗能看见又被圣灵充满呢？ 
 
   他把            按在                     身上。 
 
亚拿尼亚说：『就是耶稣，打发我来，叫你能看见，又被圣灵充满。』

亚拿尼亚把手按在扫罗身上，神的灵便充满了这位瞎眼的人身上。 
 
方式—借着肢体按手：圣经有许多地方都记载神借着第三者把圣灵传给

人。这也是你必须加入一个小组（基本基督徒社群）的原因。我们每个

人都可以成为神爱与恩典的管道，把神的爱与恩典传送给国度里的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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姊妹。扫罗需要亚拿尼亚的帮助，因为那是神的计划。圣灵差遣腓利去

向太监传道，又差派彼得往哥尼流家去，这也是神的安排。事实上，使

徒行传里充满着许多类似的例子，都说明神如何借着一个人来满足另一

个人的需求。 
 
小组—恩典管道：因此，你可以分享自己愿意被圣灵充满的心愿，并请

小组里的其中一人或全部的人为你祷告。要别人为你按手祷告，必须确

定他是位充满了真理之灵的人。没有人能够借着按手而把所谓的「特别

能力」传给你。我们每一位都是神的「恩典代理人」。 
 
复习：配对以下各名词与它们的定义。以划线来将之连接。 
 
 
  PASI    意即「建立」、「造就」 
   OIKOS    意即「孩子」或「仆人」  
  OIKONOMOS    意即「家里的人」 
  OIKODOMEO    意即「执事」或「管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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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周：第三天 
本  课：仆人的生活 
本  周：在圣灵里的装备以能服事 
今  天：圣灵的能力(一） 

读     哥林多前书12：1-11 
 
字义：我们应当追求圣灵充满，因为我们需要靠神的超然能力来服事，

这种超然的能力称之谓「恩赐」。圣经原文里用了几个不同的字眼来形

容圣灵的作为：第一节里将之描述为「超然的作为」；第四节里则称为

「恩赐」；第五节以及别处改称为「能力」。 
 
圣灵作主：这些属灵的能力来自圣灵，没有圣灵就没有属灵的能力。因

此未信者绝对没有这种能力。即使是基督徒，也不能自己决定要在什么

时候使用圣灵的恩赐。不是我们运用圣灵的恩赐，而是圣灵充满我们，

并且按着祂的旨意、时间和地点，在我们的生命里流露出来。 
 
圣灵能力的目的：哥林多前书12：7告诉我们：『圣灵显在各人身上，是

叫人得益处。』圣灵的作为不只是局限于我们的生命里，祂也会透过我

们流露出来。运用属灵的恩赐是为了使基督的肢体得到益处以及帮助他

们成长，这就是细胞小组强调人人都要学习「彼此建立」(Oikodomeo)
的原因，因为这么做，便使恩赐得以显现。 
 
你要如何领受恩赐呢？请再读第七节。保罗说明恩赐是给「各人」的！

这在希腊原文里说得非常清楚：包括你在内喔！圣灵不是只选择「特别

的人」。若你已经被圣灵充满，神便要借着你去把属灵的恩赐传给别人。 
 
分与领：因此，更适切的说法是我们都是恩赐的分配者，而不只是领受

者。第十一节说：『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各人的。』 
 
跟随圣灵与操练：因此，你不必着急圣灵是否会把某一个恩赐给你；你

没有必要为着医病的恩赐或智慧的言语一直不断祈求。放松吧！只要你

与神有密切的交通，又有一颗愿意被使用的心，圣灵的恩赐就能透过你

流露出来。慢慢的，你会发觉神使用我们的方式是很奇妙的，以很自然

的方式来配合我们每个人的不同个性。 
 
一个见证：我记得一位叫伊丽的中年妇女。她是一位安静不受人注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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姊妹，看起来也不像所谓的「非常属灵」的人。她只是静静的爱着主，

忠心地跟随圣灵的引导。作为牧师，每当会友中有人过世，我便会在接

到通知后到丧家去。而通常在我抵达时，伊丽就已经赶到那里了。当我

在慰藉死者的家属时，她便会在厨房里清洗盘子和冲泡咖啡，又悄悄的

换了所有床铺，洗净脏衣物，做好准备让来吊丧的亲属们过夜。 
 
她所做的一切远远超出了一位「好邻舍」所能做的。我可以感觉到圣灵

充满着她的生命，使她满有能力，运用「帮助人」的恩赐（林前12：28）。 
 
后来，我不再当牧师了。有一天我接到一个紧急热线电话说：「李博士，

我们刚接到从你家附近打来的电话。有一位太太患了流行性感冒，而她

的丈夫又不幸地在她的床边把脑袋撞破了，她和孩子们都陷入歇斯底里

状 。请你马上过去帮帮他们吧 ! 」 
 
尸体被抬走后，我们把那位太太和她的孩子们安顿在隔邻。我看见地上、

地毯上以及床铺上的斑斑血迹，心里暗想：绝对不能让家人看见这些痕

迹！可是这时有谁能帮助我清除这一切呢？对了！是伊丽。于是我马上

打电话给她。她几乎是随传随到，而且还带来了几瓶清洁剂和一些破布

条。于是我们一起合力把这悲剧所留下的痕迹擦净。就如多加（使徒行

传9：36-41）一样，伊丽充分流露了帮助痛苦中的人的恩赐。她的恩赐

虽然没有使她显得更加「属灵」，然而却造就了别人。 
 
在逐渐发掘圣灵如何赐你能力来服事的同时，读一读圣经里有关别人如

何运用恩赐来服事的例子。想一想神如何使用你去祝福别人，并感谢神

让你有此福份作为祂的PAIS。 
 
仔细读哥林多前书12：1-11。找出带有以下各句意思的经文索引，

填在左栏里： 
ˍˍˍ  圣灵感动我们说：「耶稣是主」 
ˍˍˍ  智能的言语和知识的言语是恩赐 
ˍˍˍ  信心与医病的恩赐是恩赐 
ˍˍˍ  神给我们恩赐是要叫人得益处 
ˍˍˍ  圣灵随己意分给各人不同的恩赐 
ˍˍˍ  恩赐包括说方言和翻方言 
ˍˍˍ  说到神与神的运作 
ˍˍˍ  说到主与职事 
ˍˍˍ  说到圣灵与恩赐 
ˍˍˍ  别对属灵的恩赐无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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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周：第四天 
本  课：仆人的生活 
本  周：在圣灵里的装备以能服事 
今  天：圣灵的能力(二） 

读     哥林多前书 12：31-14:1  
 
沟渠与挡泥板：我在新加坡所住的楼宇外有一条沟渠。在干燥的季节里，
它几乎干得一滴水也没有。我经常由四楼的窗户望下去，可以清楚见到
这沟渠有非常细腻的结构。沟底与两边用坚固的挡泥板铺成，两旁则有
小洞孔让雨水从地面流入沟里。我正在写这段文字的时候，外面下着暴
风雨，沟渠里也灌满了汹涌的流水！在艳阳普照的炎热天气里，沟渠似
乎毫无用武之地。只有在雨季时，住在附近的居民才会感激它的存在。
因为假若没有这沟渠，整个地区都将泥泞不堪！ 
 
你要像沟渠：圣灵的恩赐好比「属灵的挡泥板」，让神的爱像水流一般，
从神流过我们的生命，像沟渠一样，再灌注到别人生命里去。保罗在这
篇经文里说，恩赐若失去其服事的目的，就没有意义了。因此，恩赐的
功用才是最重要的。单单拥有它算不了什么。 
 
爱是运作恩赐的动机：哥林多前书 14:1 告诉我们：『你们要追求爱，也
要切慕属灵的恩赐…』这个真理给了我们一个有力的根据，来评估恩赐
的来源。有时在某种情况里，恩赐的运用方式会使在场的人感觉畏惧，
而那位运用恩赐者则被视为「超级基督徒」。评估恩赐的一个方法便是鉴
别其使用的动机。若是以爱作出发点，我们便能确定这是来自神，否则
便值得 疑。事实上，哥林多前书 14:29 也教导我们要『慎思明辨』。保
罗在第十三章的教导非常明确，他说恩赐必须以爱为起点，若没有爱，
便是出了某种问题。 
 
三种爱：这篇经文里的「爱」字在原文里是 Agape 的意思。你熟悉这个
字眼吗？新约圣经里共有三个字眼都译成「爱」。第一个字 Phileo 是「弟
兄之爱」; 其次，Eros 是「自我的爱」；第三个字 Agape 则完全不同了。
Agap 所说的爱，是发自那位爱的主动者的本质，而不是因为被爱者的可
爱所致。 
 
罗马书 5:8 说明了 Agape的爱：『惟有基督在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为我们
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当我们还作罪人时，根本不值得被爱！
然而神的爱却远远地遮盖了我们丑恶的罪，以致基督愿意为我们舍命。 
 
Agape 使你对人的问题有兴趣：你的细胞小组里也许有一些充满问题的
人让你感觉束手无策。你对他们的直接反应可能是：「我想我应该把他暂
时搁在一旁吧！」若是如此，那你的小组就有了两个待以解决的问题；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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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本身便是那第二个问题！假如没有爱，你就不需运用任何恩赐。要成
为神恩典的管道的先决条件，便是要有 Agape 的爱。 
 
你会如何处理下述的各个情况呢？ 
以下所描述的，是实际发生在细胞小组中的个案： 

 
1.  苏珊用信用卡花了一大笔钱去买了衣物和手饰。由于过度透支，

她只好逃债到另一个城市去。她在细胞小组里说出了她的秘密。
你有什么反应呢？(没有绝对的答案) 

□  自愿借钱给她还债 
□  提议她兼任两份工作以偿还债务 
□  保持沉默。她所造成的残局应该让她来收拾 
□  ？                                                        

 
2. 你的细胞小组里一对夫妇的十七岁女儿整个晚上与男朋友在一起

没有回家，又把父母亲的劝告当作耳边风！这对夫妇要求你劝导
他们。你会怎么做呢？ 

□  祷告求神帮助他们而本身不出面介入 
□  代表他们单独与这位女儿交谈 
□  ？                                                           

 
 3.   一位细胞小组成员的孩子被发现脸上有瘀伤。这件事显然要作父

亲的负责任。然而这位父亲在小组中自认为有「作先知」的恩赐，
度又很傲慢。你会如何处理这件事呢？ 

  □  严厉的指责他为伪君子 
  □  试着去了解他之所以会在属灵上夸耀的原因 
  □  ？                                                          
 
错误价值体系的囚犯需 Agape帮助：这些不同个案里的人物显然都有一
个内在的属灵问题，需要人们的帮助才能得以解决。他们都无法单独「突
破网罗」来到神面前。他们都是被囚在错误的价值系统中的囚犯。 
 
圣灵使用有 Agape 的器皿来满足需要：你知道如何在这些情况里应用
Agape 的爱吗？你非常需要圣灵的恩赐；诸如智能的言语、帮助人的恩
赐、辨别诸灵的恩赐，以及其它的属灵恩赐等。圣灵是他们的解决之道。
然而圣灵也使用我们去帮助那些本身无法单独解决问题的人。 
 
陪伴他们走过混乱：要以 Agape 的爱去爱一位不可爱的人并非易事。因
为对方的情况不如我们，也许「混乱」两个字是形容他们生命的最好字
眼！有时候，属灵的恩赐固然能引导和支持他们，然而他们也需要我们
这代理人走入他们混乱的生命，陪他们渡过一段时期，不只是在细胞小
组里见见面而已。你的心倘若充满了神的爱，自然就会有圣灵的恩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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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周：第五天 
本  课：仆人的生活 
本  周：在圣灵里的装备以能服事 
今  天：圣灵的能力(三） 

读     哥林多前书 14：1，3，5，12，24-26 
 
圣灵恩赐运作不当的借镜与提醒： 
这章经文里，保罗的目的在于纠正教会早期生活的一个问题。那时候，

信徒们在家庭小组里聚集，却没有以 Agape 的爱彼此相爱。保罗在 11：
20-30 里指责他们缺乏彼此关 ，以致好些人在属灵上软弱患病。他指出

恩赐若不是被用来彼此建立和造就 (Oikodomeo)，就是滥用恩赐。 
 
如果你读完今日的教材之后仍然有点时间，请读完第十四章全文。你在

读的时候只要记着这点：这些基督徒并没有带着 Agape的爱来运用属灵

的恩赐！这就是全章的主题。 
 
恩赐与 Agape的彼此服事分不开：想想看我们所谈过的各样恩赐。其中

有多少能够不用来服事而单独使用呢？是医病的恩赐呢？还是帮助别人

的恩赐？或是辨别诸灵的恩赐？其实不论是那一种，恩赐与 Agape 的服

事都是分不开的。我们必须了解，所有属灵的恩赐都必须在信徒服事的

时候才能使用！可是当时的教会显然不了解这点。他们在一起聚集却不

彼此相顾，滥用了恩赐。其中最被误用的一项便是说方言的恩赐。 
 
说方言的恩赐：保罗不禁止说方言(见第十八节)。他深表关心的是人们

运用这种恩赐时不是用来造就基督肢体的，因而感到非常的痛心。其它

恩赐能够直接用来服事，唯说方言的恩赐却必须经过翻译。因此，在没

有翻译的情况下使用说方言的恩赐实在是丑陋的行为，因为藐视了我们

作为神恩典管道的服事。 
 
恩赐服事使肢体连结：从另一方面来说，方言要是能被翻译过来，对于

基督的肢体则是一件非常美妙的经历。圣灵不直接临到我身上，而是透

过第三者说出方言，再借着翻译临到我。这样就有三个人同时经历到这

个经验而不只是两位。这样的经历使我们能感觉到圣灵紧紧的把我们连

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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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第 1，5，12 和 24-26 所说， 那一种恩赐最为有用？ 
□    医病的恩赐 
□    作先知的恩赐 
□    说方言的恩赐 

                                                               
Allan Harkness 在(A Guide To Growth)一书中说：「神透过圣灵赐给我们一种充满能力的特

别祷告言语」。这种言语不是我们所能学会的，乃来自圣灵而非我们的思想。若有人在公

开的聚会里说方言，神也会同时使另一个人有能力，把信息翻译过来，使聚会中人人都能

受益。不过个人私下使用则不需要翻译，人有了这个恩赐，在祷告上比他以往用有限的悟

性来赞美神，将能经历到更大的自由；甚至能够因此而为一位素不相识，原本不晓得如何

为其代祷的陌生人祷告。然而，正如其它的恩赐一样，有了说方言的恩赐的人并不会因此

就比那些没有这个恩赐的人来得更加属灵。当神把恩赐赐给你时，你必须运用它，这是很

重要的；然而更重要的，是你必须在每天的生活中顺服神的引导。 

  
切求作先知的恩赐：若你选择「作先知的恩赐」，就对了。这个恩赐是什

么？如何使用呢？旧约圣经的希伯来原文里，「先知」即「代言人」的意

思。神的灵临到先知身上，他便说出神所赐给他的话语，而通常都是对

将来所会发生的事情的预言。圣经便是透过先知预言而写给我们的 (彼
得后书 1：21) 。今日，预言仍然可能预知未来的事，不过却有更广的用

途。仔细读哥林多前书 14：3『但作先知讲道的，是对人说，要造就、

安慰、劝勉人。』第二十六节也告诉我们，『各人或有诗歌，或有教训，

或有启示，或有方言，或有翻出来的话…」。因此「作先知的恩赐」有两

方面的目的；其一就如其它恩赐一样，是用来建立、鼓励和安慰；此外、

它是一种特别的恩赐，与别的恩赐完全不同。 
 
保罗在这章经文里似乎包括了这两个意思在内。有一个可以肯定的事实

就是：没有 Agape 的爱而私自使用任何属灵的恩赐，就是滥用和误用。 
 
人人都当在小组中运作圣灵恩赐： 
根据哥林多前书 14：26 所记，信徒聚集在一处的时候，有多少人

能运用属灵的恩赐呢？ 
 
  □    少数那些与主有「交通」的信徒 
  □    那些祷告多时的信徒 
  □    每一个人 — 每一位在场者 
  □    不大肯定 
 
你必须清楚知道以上问题的答案！在思想这个问题时，首先必须考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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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因素是：这聚会到底有多少人呢？保罗是指一百二十人、一千人、

或一个更大型的聚会呢？你若仔细读这章经文，就会发觉他显然是在指

家庭式的小组聚会，也就是细胞小组，而不是一个大型聚会。 
 
第二个必须了解的事实是：原文里的「各人」是一个很特殊的名词。它

的意思是指每一个人，一个都不例外；也就是说，人人都当运用属灵的

恩赐来造就别人。保罗认为我们作为神的 PAIS，必须以 Agape 的爱彼此

相爱，并且成为细胞小组中神恩典的管道。 
 
属灵恩赐运作的公开见证： 
根据哥林多前书 14：24-25 所说，若有不信或是不通方言的人来

到聚会里，见到你们以属灵的恩赐彼此服事，会有什么反应呢？

(在空格中填入答案) 
 
他『就被___________________， 被__________________审明， 他心里

的________________显露出来，就必将脸伏地，敬拜神说：「神真是在他

们中间了。」』 
 
你注意到吗？『众人』这个词在这段经文里又再出现了两次！『众人… 众
人… 』明明白白的说明了，神的旨意是要使用我们每一个人去祝福别人。

我们会用许多时间详细研读这个问题，因为这是些基本真理，能够帮助

你在属灵的生命里往前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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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与答案： 
 
1. 我们对于内住的圣灵的工作有哪四种反应？ 
答：抗拒圣灵、叫圣灵担忧、消灭圣灵的感动、被圣灵充满。 
 
2. 什么是被圣灵充满？ 
答：顺从圣灵的带领，将主权交给圣灵。 
 
3. 如何被圣灵充满？ 
答：来(欢迎圣灵)、求(渴慕圣灵充满)、领受(谦卑、顺服圣

灵的带领)。 
 
4. 为什么要被圣灵充满？ 
答：得着生命改变的能力及事奉的能力。 
 
5. 圣灵与恩赐的关系是如何？ 
答：圣灵如水、恩赐如同导管。圣灵透过恩赐的运用而将圣

灵的恩典降下。 
 
6. 恩赐与爱的关系是如何？ 
答：恩赐要在爱里面运行。 
 

 请复习第三周和第四周的问题与答案。 
 
 
 
 
 
 
 


